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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上午，图书馆(博物馆)在七楼会议室召开

新一届领导班子工作交接座谈会。会议由党总支书记陈

栋田主持，图书馆(博物馆)领

导及办公室工作人员参加了会

议。 

陈栋田书记首先向大家介

绍了新任图书馆（博物馆）馆长

于明梓并表示欢迎，随后就图

书馆(博物馆)领导班子成员及

分工、业务部室及党组机构、图

书馆(博物馆)预算执行情况及

各项工作进展情况作了详细说

明。 

副馆长巩恩贵、王傲镭分别介绍了各自分管部室的

概况、职责范围、业务开展情况、近期工作打算及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办公室穆长

春、张冰、崔灵芝同志分别介绍

了办公室、博物馆和工会工作。 

    最后，于馆长进行了简短

的总结发言。于馆长强调，图书

馆是学校的形象单位，有问题

我们要自己努力解决，自己解

决不了的就积极呼吁、协调，争

取以一流的服务、一流的环境

吸引读者，服务读者。 

       (情报研究所 侯方元) 

金风送爽，又是一年新生入学季。为更好地迎接

2018级新同学，帮助他们尽快了解和熟悉图书馆，引导

学生读好书，从 8月底开始，图书馆积极开展了一系列
的迎新活动。 

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满怀热

情，殷切等待，为新生和家

长们答疑解惑。图管会、悦
读沙龙成员在齐鲁广场、

图书馆二楼设置了新生接

待处，分发图书馆宣传页，
并将悦读沙龙活动图片、

《悦沙集》、向新生推荐的
15 种图书等摆满展台，以

供浏览。图管会志愿者随

时待命，带领新生及家长

参观图书馆，向他们介绍

图书馆及借阅规则，带领
他们体验自助借还机、电

子触摸屏等。图书馆领导

和老师多次亲临迎新现场

指导工作，询问并解决问题。 

图书馆二楼展厅有多幅图文并茂的海报和宣传展

板，色彩鲜明，内容精炼，吸引了大批新生和家长驻足
观看。“图书馆(博物馆)热烈欢迎 2018级新同学”的大

幅海报，内容包括馆长寄语、图书馆(博物馆)简介、图

书馆常用文献库室及公用电子设备分布、图书馆信息互

动方式等，以最简洁、直观的方式给了新生最需要快速
了解的内容。 

其它海报介绍了嘉会读书微信公众号、齐鲁工业大

学悦读沙龙读书会及加群

二维码、悦读沙龙达人介
绍及寄语、《齐鲁工大新生

推荐书目》、《齐鲁工业大

学“书香工大”推荐书
目》、如影随形(齐鲁工大

书影影院)官方 QQ 群及二
维码等。展厅两边竖排播

放语义隽永的名人读书警

句。书库门口电子屏既能

进入书目检索界面，又可

展示介绍读书方法的内
容，方便读者学习和使用。 

图书馆人衷心希望新同学

能尽快了解图书馆、熟悉

图书馆、学会利用图书馆资源，在图书馆度过一段美好

的大学时光。 

                        (情报研究所 侯方元) 

图书馆(博物馆)召开新一届领导班子工作交接座谈会 

图书馆开展2018迎新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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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君子爱

财，取之有道。中国

人从古至今便赋予

财富传统文化与道

德。托尼·罗宾斯

的“道”其实恰恰

暗合其中：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没钱的时候想

挣钱，有钱之后必

须理财。推荐此书，

因为它会使我们的

理财更加简单。 

内容简介：面对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未来，今日赚

到的钱并不能保证明日的积蓄，创造终身收入才是必

须掌握的方法。本书讲述切实可行的投资理财方法，

在市场上涨时收益，在市场下跌时无损。 

托尼•罗宾斯首次通过书籍的方式转向困扰我们

的话题：如何为我们自己和家庭获得财务自由。他通

过对世界上 50 位顶级金融投资者的详尽研究和采

访，消除各种迷思，总结出简单的 7步法，助力各收

入层次的读者一步步主宰自己的财务未来。 

这本书将帮助你：创建有保障的终身收入流，不

工作也能有收入；平静面对经济危机，保障财务安

全；年轻时不只为挣钱而工作，年老后安心地退休；

让个人收入活起来，让家庭收入自然增长。 

作者简介：托尼•罗宾斯（Tony Robbins） 

畅销书作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近 40多年来, 数

百万人感受过罗宾斯先生的热情、幽默，及其业务和

个人发展活动的转变力。他是美国头号生活和商业战

略家，“创意策划”公司董事会成员及投资者心理主

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投资顾问。 

此外，罗宾斯是当今最成功的世界级潜能开发专

家。他协助职业球队、企业总裁、国家元首激发潜能，

渡过各种困境及低潮。曾辅导过多位皇室的家庭成

员，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戴安娜王妃聘为个人顾

问；曾为众多世界名人提供咨询，包括南非总统曼徳

拉、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世界网球冠军安德烈•阿

加西等。 

             (推荐人：情报研究所 付来旭) 

  《钱：7步创造终身收入》 

（美）托尼·罗宾斯 著；刘建位 译，中信出版社 

“悦读沙龙”荐书 

老馆长寄语 

张铁城 (1990 年 11 月-1996 年 11 月任馆长) 
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打造人生。 

图书馆祝求知者开创未来! 

谢凤余 (2001 年 6 月-2007 年 12 月任馆长) 
值此齐鲁工业大学校庆 70 周年之际，愿图书馆

借校庆东风，各项工作更上一层楼。 

图书馆作为大学的三大支柱之一，在学校的教学

和科研工作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重视文献

的收集和整理。教师和学生要从事教学科研，都离不

开对文献信息的需求。图书馆要根据教学和科研的需

要，以极其敏锐的目光和迅捷的行动及时收集整理文

献信息，以保证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二是重视馆藏文

献信息的开发利用。图书馆员要牢固树立“藏”为

“用”的思想，即馆藏的目的是为了读者使用。馆藏文

献信息要合理布局，方便读者查找借阅。排列科学有

序，尽量减少错架甚至乱架现象，防止一些珍贵的资

料成为 “死书”。三是重视对读者开展文献信息检索

的教育。让读者掌握查找文献信息的技巧和方法。及

时收集电子文献，引进“机检”技术，使读者利用文

献信息更快更便捷。四是充分发挥图书馆员的积极

性，提高每位图书馆员的主人翁意识，使大家共同关

心图书馆的发展，维护图书馆的信誉。图书馆的明天

会更好。 

刘泰东 (2007 年 12 月-2011 年 3 月任馆长)  
“无馆”之长的心语 

2007 年到 2011 年，我任职图书馆馆长达 5 个年

头。其实满打满算也就干了 2 年。期间，抽调到更名

办工作，也没为图书馆作多大贡献。 

我是名副其实的“无馆”之长。那时候，学校搬

到长清不久，图书馆框架起来了，资金却是断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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黢黢的杵在那儿。同学们戏称之为“鸟巢”。奥运会开

的轰轰烈烈，我望着风雨穿膛过的神圣殿堂，心里不

是滋味。 

图书资料、阅览室、办公室分散在学生宿舍、教

学楼和食堂里，饭香和墨香混杂在一起。席地而坐看

书学习的同学们，以及狭窄空间里穿梭忙碌的馆员

们，藏在书柜底下的野猫，飞在书脊上的燕雀，至今

是我磨灭不去的影像。 

那时，图书资料购置费少的可怜。寅吃卯粮的事

年年发生，好歹图书供货商们也是忍着。似乎是 2.65

个亿置换了黄台老校区，用来建设 13 个亿的新校区

一期工程，自筹资金真是没得法子。 

一晃到了 2011 年，我就任发展规划处处长后，图

书馆神奇的复工了！高兴之余，心下喃喃：要是早离

开几年就好了。 

我问巩馆长，咱们图书馆有什么宝贝，他就在铺

设地漏的“厨房”里，翻出了一批古籍。我让老付清

点造册，另行归置，馆藏可以追溯到康熙。有一些古

籍上盖有前校的藏章，至少印证了我校的办学传承不

是杜撰的。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学校拨款 10 万

元，整体收购了山东省化工研究院图书馆所有藏书，

其中有不少好书。除却图书馆人的淡泊宁静、热情与

勤奋外，这是我不多的值得回忆的开心事。 

时光如梭，岁月荏苒。而今，到了 2018 年，学校

迎来了 70 周年华诞。适逢教科融合，万象更新。梦中

的图书馆巍峨耸立于齐鲁广场。月牙初上，灯火辉煌。

流连于兹，心下释然。 

周娜来电，开口叫刘馆长。听着有点生疏却是亲

切的滋味。说明来意，欣然允之。 

忽又想起前日登山，偶遇砍柴老者问曰：高寿几

何，一甲子乎？吾对曰：又五。老者曰：退休乎，可

也。绿水青山，休养生息者，汝可为，吾不可为也。

命也！吾对曰：尚看门矣。 

夫人窃笑。 

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白发苍苍然也者，兀自汗

颜。 

书山有路，野径无踪，知行相依。经年后，在兹

念兹，敬之畏之，吾愿为更夫，可否？ 

 “无馆”之长，建校 70 周年誌。 

高进 (2011 年 3 月-2014 年 12 月任馆长)  

让图书馆成为学生和教师的精神家园 

一走进齐鲁工业大学，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图书

馆。如果你夜晚漫步校园，图书馆大楼灯火通明，使

人不由浮想联翩。学子们在认真看书、学习，哲学、

政治、数学、工程、先进技术、金融动向和艺术潮流

等各种知识，在书本和无数的脑海间碰撞，产生火花，

留下烙印。殊不知，在以后的多少年里，这些知识和

启发又会以各种形式给社会创造各种价值，推动人类

社会进步。 

这就是图书馆，历史和现代的知识宝库，教师和

学生的精神家园。现在的图书馆除了纸质图书外，还

有丰富的电子资源，丰富的数据库可以让师生获得最

新的科技动向，可以让我们随时搜索我们需要的资

源。图书馆变大了，在漂亮的大楼之外，在广袤的太

空中，云空间里也有我们的库存啊！只要有网络的地

方都是我们的图书馆。现代的信息技术和数据处理技

术让我们图书馆的功能更加强大，服务更加周到。这

对图书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供个性化的学科服

务、扩展大学生自主学习平台、进行高等教育的相关

情报分析、开展提高师生人文素质的活动。在科教融

合、高等教育改革深化、学校寻求快速发展的今天，

图书馆任重道远。祝我们的图书馆在领导和所有同仁

的努力下越办越好，成为学生和教师的精神家园。 

魏嘉 (2014 年 12 月-2018 年 4 月任馆长)  

兴图书博物事业勿忘初心， 

祝母校七十华诞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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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工业大学图书馆简史 

齐鲁工业大学图书馆是山东省独具轻工特色的图

书馆。1978年以来，伴随着学校的不断发展，图书馆的

馆藏总量逐年增长，馆舍面积大幅度增加，设备设施、

服务方式、科研成果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

形成了特色鲜明、门类完善、涵盖广泛的藏书体系，总

体向着更加现代化、多功能、人性化的方向迈进。 

一、建校初期：因陋就简，艰难起步 (1978-1983) 

建校初期，条件简陋。20世纪 70年代末，齐鲁工

业大学图书馆还是山东轻工业学校的一个图书室，当时

归教务处领导。建校初期的图书馆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

阶段： 

1.图书室时期(1978-1979) ： 1978年 4月学校成

立大学，图书室也随之改建为图书馆（科级单位），仍归

教务处领导。下设采编组、流通组、阅览组和资料室，

业务上主要开展了阅览服务和情报资料服务。 

2.图书馆时期(1980-1983)： 1980年 8月，图书馆

成为独立的学院行政机构之一，成为学校的直属单位，

实行院长领导下的馆长负责制。 

二、立校时期：初具规模，稳步上升(1984-2000)  

1984-2000年，是图书馆发展史上由初具规模到稳

步上升的时期。 

1、1984-1990年，初具规模： 1984年，图书馆由

科级单位升格为处级单位。1985年图书馆楼竣工，9月

正式启用。 

2、1990-1996年，初步上升： 1990-1995年，图书

馆馆藏数量增加到 26.69万册，在馆人员数量增加到 37

人，计算机已经应用于编目、期刊管理和检索系统。 

3、1996-2000年，继续上升： 1997年，图书馆把

重点放在了精神文明建议和自动化建设上，同时建立了

古籍目录，填补了空白。1998-2000年是大修整、大投

入、自动化建设飞跃式发展的三年。1999年图书馆引进

大连博菲特《文献管理集成系统 V5.1》。 

三、固校时期(新轻工业学院图书馆时期)：克服困

难，注重内涵(2001-2012) 

从新轻工业学院图书馆时期，到长清新校区艰难过

渡期，图书馆人在时间紧，任务重，人手少，困难多的

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图书馆多次获得校先

进集体荣誉称号。 

1、2001-2005：新轻工业学院图书馆时期 

2001年，原山东银行学校、山东轻工业学校并入山

东轻工业学院，图书馆面积也随之扩大为 10018平米。

同年，建设了图书馆局域网、图书馆镜像站点，筹建了

电子阅览室系统。10月份，图书馆成立了技术部。11月，

图书馆完成网页制作任务，成为本校第一个正式嵌入校

园网主页的单位。12月，全省高校图书馆自动化评估专

家组对图书馆发展和自动化建设等方面给予了充分肯

定。2003年 4月 8日，图书馆馆报《轻院图书馆与读者》

创刊号正式印发。2004-2005年，图书馆主要业务环节

都实现了计算机管理。2005 年 9月，长清校区图书馆向

读者开放。 

2、2006-2012：长清新校区艰难过渡期 

2006年图书馆顺利完成了整体搬迁任务。 

2007年初，新馆没有建成，馆藏布局分散，没有电

子阅览室、过刊阅览室和样本书库。面对图书馆的状况

和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工作的开展情况，图书馆“硬件不

足软件补，创造条件上水平”，积极开展迎评工作，最终，

图书馆责任项目全部达到 A级标准。 

2011-2013年，图书馆与档案馆合并。 

2012年 12月 31日，新图书馆工程竣工。新图书馆

楼的建成为图书馆成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学

术活动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四、强校时期(齐鲁工业大学新图书馆时期)：与时

俱进，多馆合一(2013-2016)  

2013年 5月，图书馆(档案馆)新馆正式投入使用。

新图书馆(档案馆)实现了综合门禁的全开放先进模式，

书库布局合理，实现了藏借阅一体，大大方便了师生，

阅览座位达到 4000个。图书馆的自动化建设更进一步，

功能更加完善，形成了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档案

馆多馆合一的新趋势。 

2013年图书馆完成了所有物品的搬迁工作。6月，

新图书馆正式向读者开放。图书馆人在数次搬迁工作中

表现出来的这种能打硬仗、打大仗、肯吃苦、能拼搏的

精神值得历史铭记。 

2014年，菏泽校区成立了图书阅览室。 

2015年，图书馆、博物馆合并。图书馆七楼建立了

齐鲁工大文库收藏室，专门收集本校教师、学生、校友

撰写的文献资料。 

2016年，图书馆工作在建设智能图书馆、数字图书

馆与数图服务建设、悦读沙龙校园文化品牌培育项目等

方面有重大进步。图书馆《齐鲁工业大学机构知识库》

系统顺利上线测试，使学校成为山东省首家拥有《机构

知识库》的省属本科院校。悦读沙龙成功入选校园文化

品牌培育项目，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同

年，图书馆在旧的规章制度汇编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

讨论、修改，制订了新的图书馆规章制度，并汇编成册。 

(情报研究所 侯方元) 


